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綱 要 

壹 保羅稱讚帖撒羅尼迦人，對他們說，『你們的信

心格外增長，你們眾人每一位彼此相愛的心也一

直增加』—帖後一3： 

貳 主的恢復乃是恢復用起初的愛，上好的愛，來愛

主耶穌，並恢復彼此相愛，爲着建造基督生機的

身體，就是建造那作神永遠經綸之目標的新耶路

撒冷—弗四15 ～ 16，啓二4 ～ 5： 

叁 在同工、長老、負責弟兄、以及活力排裏的每一

位之間，愛必須滿有效能—林前十二31 下，十

三4 ～ 8，13 

肆 爲着建造召會作基督生機的身體，在我們的所是

和所作上，愛乃是極超越的路—十二31 下～十

三8 上： 

伍 約翰二十一章說到牧養，是約翰福音的完成和總

結；主復活後牧養彼得，又託付彼得餧養祂的小

羊並牧養祂的羊；這是把使徒的職事與基督天上

的職事合併，以照顧神的羣羊，就是召會，結果

帶進基督的身體—15 ～ 17 節： 

陸 詩篇二十二至二十四篇是啓示基督的一組詩，從

祂的釘十字架，說到祂來世的君王職分；二十二

篇是關於基督的死，祂的復活，以及在祂復活裏

所產生的許多弟兄，以形成祂的召會；二十三篇

是關於基督在祂的復活裏作牧者；二十四篇是關

於基督在祂的國裏作要來的君王： 

柒 在照顧眾召會並牧養眾聖徒上，所需要的乃是供

應的生命中那親密的關切—林後七2 ～ 7，十二

15，門7，12 

週一 1/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禱讀 

帖撒羅尼迦後書 1:3 

3 弟兄們，我們應當常為你們感謝神，這本是合宜

的；因你們的信心格外增長，你們眾人每一位彼此

相愛的心也一直增加， 

提多書 3:15 

15 同我在一起的眾人都問你安。請代問那些因信愛

我們的人安。願恩典與你們眾人同在。 

提摩太前書 1:14 

14 並且我們主的恩是格外增多，使我在基督耶穌裡

有信，又有愛。 

加拉太書 5:6 

6 因為在基督耶穌裡，受割禮不受割禮，全無效力；

惟獨藉著愛運行的信，纔有效力。 

以弗所書 6:23-24 

23 願平安與愛同著信，從父神並主耶穌基督歸與弟

兄們。 

24 願恩典與一切在不朽壞之中，愛我們主耶穌基督

的人同在。 
晨興聖言 愛主並彼此相愛  第一週, 週一  

團體閱讀 《神的經綸與神聖三一輸送的奧秘》 

第四篇 約翰福音的鳥瞰 

週二 1/3 
以弗所書 5:25 

25 作丈夫的，要愛你們的妻子，正如基督愛召會，

為召會捨了自己， 

哥林多後書 5:14-15 

14 原來基督的愛困迫我們，因我們斷定：一人既替

眾人死，眾人就都死了； 

15 並且祂替眾人死，是叫那些活著的人，不再向自

己活，乃向那替他們死而復活者活。 

以弗所書 4:15-16 

15 惟在愛裡持守著真實，我們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長

到祂，就是元首基督裡面； 

16 本於祂，全身藉著每一豐富供應的節，並藉著每

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，得以聯絡在一起，並

結合在一起，便叫身體漸漸長大，以致在愛裡把自

己建造起來。 

啟示錄 2:4-5 

4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，就是你離棄了起初的

愛。 

5 所以要回想你是從那裡墜落的，並要悔改，行起

初所行的。不然，我就要臨到你那裡；你若不悔改，

我就把你的燈臺從原處挪去。 

詩篇 27:4 

4 有一件事，我曾求耶和華，我仍要尋求；就是一

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，瞻仰祂的榮美，在祂的

殿裡求問。 

 

晨興聖言 愛主並彼此相愛  第一週, 週二 

團體閱讀 《神的經綸與神聖三一輸送的奧秘》 

第四篇 約翰十四章裡神聖三一的奧秘 

週三  1/4 

約翰壹書 4:8,19 

8 不愛弟兄的，未曾認識神，因為神就是愛。 

19 我們愛，因為神先愛我們。 

哥林多前書 12:31;13:4-8,13 

12:31 但你們要切慕那更大的恩賜。我還要把極超越

的路指示你們。 

13:4 愛是恆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；愛是不嫉妒；愛是

不自誇，不張狂， 

13:5 不作不合宜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處，不輕易發

怒，不計算人的惡， 

13:6 不因不義而歡樂，卻與真理同歡樂； 

13:7 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 

13:8 愛是永不敗落；但申言終必歸於無用，方言終

必停止，知識也終必歸於無用。 

13:13 如今常存的，有信、望、愛這三樣，其中最大

的是愛。 
晨興聖言 愛主並彼此相愛  第一週, 週三 

團體閱讀 《神的經綸與神聖三一輸送的奧秘》 

第四篇 話與人發生關係所採取的四個步

驟 

週四 1/5 

哥林多前書 12:31;13:13 

12:31 但你們要切慕那更大的恩賜。我還要把極超越

的路指示你們。 

13:13 如今常存的，有信、望、愛這三樣，其中最大

的是愛。 

提摩太後書 1:6-7 

6 為這緣故，我提醒你，將那藉我按手，在你裡面

神的恩賜，再如火挑旺起來。 

7 因為神賜給我們的，不是膽怯的靈，乃是能力、

愛、並清明自守的靈。 

馬太福音 5:48 

48 所以你們要完全，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。 

羅馬書 12:11 

11 殷勤不可懶惰，要靈裡火熱，常常服事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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哥林多前書 9:22 

22 向軟弱的人，我就成為軟弱的，為要得軟弱的人。

向眾人，我成了眾人所是的；無論如何，總要救些

人。 

以弗所書 5:2 

2 也要在愛裡行事為人，正如基督愛我們，為我們

捨了自己，作供物和祭物獻與神，成為馨香之氣 
晨興聖言 愛主並彼此相愛  第一週, 週四 

團體閱讀 《神的經綸與神聖三一輸送的奧秘》 

第四篇 人看見子，就是看見了父；子在

父裡面，父在子裡面 

週五 1/6 

約翰福音 21:16 

16 耶穌第二次又對他說，約翰的兒子西門，你愛我

麼？彼得對祂說，主阿，是的，你知道我愛你。耶

穌對他說，你牧養我的羊。 

彼得前書 5:2-4 

2 務要牧養你們中間神的群羊，按著神監督他們，

不是出於勉強，乃是出於甘心；不是為著卑鄙的利

益，乃是出於熱切； 

3 也不是作主轄管所委託你們的產業，乃是作群羊

的榜樣。 

4 到了牧長顯現的時候，你們必得著那不能衰殘的

榮耀冠冕。 

約翰福音 10:10(下) 

10
(下)

 我來了，是要叫羊得生命，並且得的更豐盛。 

約翰福音 10:11 

11 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為羊捨命。 

使徒行傳 20:28 

28 聖靈立你們作全群的監督，你們就當為自己謹慎，

也為全群謹慎，牧養神的召會，就是祂用自己的血

所買來的。 

希伯來書 13:20 

20 但願平安的神，就是那憑永約之血，領群羊的大

牧人我們的主耶穌，從死人中上來的， 

彼得前書 2:25 

25 你們好像羊走迷了路，如今卻歸到你們魂的牧人

和監督了。 

 

晨興聖言 愛主並彼此相愛  第一週, 週五 

團體閱讀 《神的經綸與神聖三一輸送的奧秘》 

第四篇 子說話，父作事；父與子互相內

住，為著神聖的分賜 

週六 1/7 

詩篇 23:1 

1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；我必不至缺乏。 

哥林多後書 7:3-4;12:15 

7:3 我說這話，不是為定罪你們，因我先前說過，你

們是在我們的心裡，以至同死同活。 

7:4 我向你們大大的放膽，我為你們多多的誇口；我

滿得安慰，在我們一切的患難中，我格外的洋溢喜

樂。 

12:15 我極其喜歡為你們花費，並完全花上自己。難

道我越發愛你們，就越發少得你們的愛麼？ 

以弗所書 4:1-2,11-12 

1 所以我這在主裡的囚犯勸你們，行事為人要與你

們所蒙的呼召相配， 

2 凡事卑微、溫柔、恆忍，在愛裡彼此擔就， 

11 祂所賜的，有些是使徒，有些是申言者，有些是

傳福音者，有些是牧人和教師， 

12 為要成全聖徒，目的是為著職事的工作，為著建

造基督的身體， 

腓利門書 1:7,12 

7 因為弟兄阿，我因你的愛，大大喜樂，滿受鼓勵，

因為眾聖徒的心腸藉著你得了舒暢。 

12 我現在打發他回你那裡去，他乃是我心上的人。 
晨興聖言 愛主並彼此相愛  第一週, 週六 

團體閱讀 《神的經綸與神聖三一輸送的奧秘》 

第四篇 信入子的人，要作更大的事，就

是藉著說話分賜基督 

主日 1/8    哈利路亞, 榮耀歸主 
詩篇 23:1-6 

1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；我必不至缺乏。 

2 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，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。 

3 祂使我的魂甦醒，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。 

4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為你與

我同在；你的杖，你的竿，都安慰我。 

5 在我敵人面前，你為我擺設筵席；你用油膏了我

的頭，使我的福杯滿溢。 

6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，我且要住在耶

和華的殿中，直到永遠。 

約翰福音 21:12-13,15-17 

12 耶穌對他們說，來喫早飯。門徒中沒有一個敢問

祂，你是誰？因為知道是主。 

13 耶穌就來拿餅給他們，也照樣拿魚給他們。 

15 他們喫完了早飯，耶穌對西門彼得說，約翰的兒

子西門，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？彼得對祂說，主阿，

是的，你知道我愛你。耶穌對他說，你餧養我的小

羊。 

16 耶穌第二次又對他說，約翰的兒子西門，你愛我

麼？彼得對祂說，主阿，是的，你知道我愛你。耶

穌對他說，你牧養我的羊。 

17 耶穌第三次對他說，約翰的兒子西門，你愛我麼？

彼得因為耶穌第三次對他說，你愛我麼？就憂愁，

對耶穌說，主阿，你是無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愛你。

耶穌對他說，你餧養我的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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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讀: 

李常受文集 1994-1997 第五冊 第四章‧如何作同工

與長老，並如何履行同工與長老的義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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